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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瞻过去 迎接未来 

  

欢迎您阅读 UFL集团第十一期“Service Without Boundaries”时讯。 

  

回瞻 2011，运输和物流业虽趋势乐观。但随时间推移，货物运输和配送变得日益困难。 

  

经济低迷并没有像许多人期望的那样完全恢复，导致货运量下降, 扰乱了货运行业。 

  

2011年上半年的高油价致使一些货主从空运转向海运，而下半年价格在运力过剩的情况下骤

降。 

  

到了下半年，包括中国在内的全世界各个国家减缓生产，悲观情绪上涨。美国和欧洲作为两

个最大的经济区域所面对的政治和经济困境，使人日益担忧全球经济陷入二次衰退。 

  

亚太地区货运量打破以往的强势在下半年逐步下降，而美国的出口量增多。 

  

当美国和欧洲在与经济现状抗争的同时，他们能否持续作为进口货物的主要客户开始引起疑

虑；俄罗斯，南美洲和中东市场的贸易格局出现重要转变，经济实力不断增强。 

  

不仅经济是一个主要问题，也有自然灾害对全球供应链的破坏。日本的地震和海啸造成了汽

车行业的混乱，对世界各地的生产设备造成冲击。泰国洪灾对高科技产业的影响嚴重, 對领

先的 IT制造商的供应链带来重大打击。 

  

这两次灾害引发了对“定时”生产和交货模式是否有效的问题，唤起了有必要改善供应链内

的应急规划的呼吁，使就近采购再次成为讨论的主题。 

  

2011是经济和政治变革的一年。去年带来的变化，将在未来几年内为那些期望利用这不断变

化的全球经济，而财政稳定的运输和物流服务供应商创造机会。 

  

请放心，这正是 UFL集团在 2012年及今后要做的。本期时讯包括我们所作投资项目的报道。

请您抽空阅读本期内容。



 

本公司最新消息 

UFL为中国葡萄酒物流增长干杯 

我们相信，中国对法国葡萄酒不断增长的渴求，将大力推動我們的专业葡萄酒物流服务。 

 阅读更多    

UFL美国芝加哥换新址 

在芝加哥，UFL美国公司已搬到位于伊利诺伊州伍德戴尔市, 距芝加哥奥黑尔国际机场很近

的一个新的及更大的办公场所，提供海空联运和货运代理，以及物流仓储全套服务。 

 阅读更多 

UFL集团欢迎运输资产保护协会建立货物安全标准 

去年底我们公开表示支持运输资产保护协会（TAPA）为保护高价值消费品国际运输而建立

新的全球安全标准。 

 阅读更多 

空运货量下降，探寻机遇 

全球空运市场正处于过渡期，我们希望帮客户利用好这特别的机会。 

 阅读更多 

UFL推出跨太平洋計劃，对未来充满信心 

在这个美国大选年，是 UFL集团专注于跨太平洋贸易所带来的机遇的关键时刻。 

 阅读更多 

T-Team上海首次登台 

我们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PVG）出台了一个新的运输团队（T-Team）方案，为客户运送

途经这个中国重要关口的货物。 

 阅读更多 

 

 

 

 

 

 

 

 



 

行业信息聚集 

医药品成为空运最高价值货物 

据英国市場分析機構《Transport Intelligence》报道，未来五年内预计空运货物中医药品将

增长 12%並超过传统空运货物需求量最大的电子产品 4％的增长。 

 阅读更多 

 

 

 

 

 

 

注意事项 

韩国再次推迟自动舱单系统  

韩国海关服务部制定的舱单系统（KMS）再次被推迟。自动舱单系统（AMS），本定于 2011

年 12月实施，被推迟至 2012年 1月 1日。目前我们得悉这一系统将于 2012年 6月 1日

执行。 

 阅读更多 

设立武汉办事处为夺长江内河运输之冠 

我们了解到美国运输与物流协会（ASTL）强调指出，中国境内主航道长江中游地區之貨運

增長, 一直比上游或下游地区快。 

 阅读更多 

上海保持其作为世界头号集装箱港口地位 

上海继赶超新加坡获得世界业务量最大集装箱港口一年后，2011 年再次巩固其地位获此殊

荣。 

 阅读更多 

 

 

 

 

 



 

 

道路货运信息系统已在中国边境强制执行 

我们提醒所有货主，道路货运信息系统（ROCARS）是陆运货物清关的电子预报货物信息

系统，现在中国边境采取强制性。未能遵守此规定将处 5千至 50万港币罚金及监禁两年。 

 阅读更多 

中国网上购物数量飙升 

我们注意最近媒体报道，中国的网上零售市场可能很快赶超美国成为世界最大市场。 

 阅读更多 

美国试验新入境空运计划 

在最近废除对所有入境空运货物百分百安检扫描的同时，美国海关边境保护局（CBP）将试

验一个新的方案，预计不仅简化入境程序，同时找出潜在的安全隐患，减少因海关扣留而延

误的空运货物数量。 

 阅读更多 

洛杉矶和长滩取消卡车清洁费 

洛杉矶港和长滩港征收卡车清洁费（CTF）这个绿色倡议，将于 2011年 12月 31日取消。 

 阅读更多 

对于这个新闻通讯里面的项目如果任何人有问题应该联系你所在 ufreight办公室，请定期的访问我们的网站,我们会为您提

供多个新闻项目   

www.ufreight.com.cn 

 

http://www.ufreight.com.cn/


 

 

UFL为中国葡萄酒物流增长干杯                              

  

我们相信，中国对法国葡萄酒不断增长的渴求，将大力推動我們的专业葡萄酒物流服务。 

  

香港品质保证局（HKQAA）已与葡萄酒产业合作，为葡萄酒贮存公司和零售商开发香港品质

保证局葡萄酒储存管理体系认证，这在世界上还是首例。 

  

今年早些时候，通过官方文件的详细审核和现场审计，香港品质保证局（HKQAA）正式批准

香港 UFL物流仓库成为商品葡萄酒儲存倉庫。 

  

该认证意味着联邦物流（香港）有限公司在葵涌仓库可以正式提供商品葡萄酒储存服务。 

  

此外，在 UFL上海浦东机场的物流中心，我们还为买家和卖家提供專門的品酒间，配有先进

的温度和湿度控制装置等全套葡萄酒储存设备。 

  

我们在香港获得的认证和在上海的发展，正是我们支持中国蓬勃发展的葡萄酒市场的恰当时

机，并帮助法国进军中国市场。自获得香港品质保证局的認可以来，我们已经看到了在香港

和中国大陆的葡萄酒相关业务的强劲增长。 

  

中国大陆和香港现正举办世界一流葡萄酒展，为想要品尝好酒的中国餐馆，俱乐部，零售商，

拍卖行和消费者带来全世界最好的葡萄酒。 

  

打开一瓶好酒，配上美味佳肴，或与朋友分享这是生活的乐趣之一。有 UFL为您提供专职并

专业的服务，中国鉴赏家现在可以尽情地享受法国葡萄酒。让我们干杯吧！ 

 

 



 

 

UFL美国芝加哥换新址                                      

 

在芝加哥，UFL 美国公司已搬到位于伊利诺伊州伍德戴尔市, 距芝加哥奥黑尔国际机场很近

的一个新的及更大的办公场所，提供海空联运和货运代理，以及物流仓储全套服务。 

  

我们在之前的办公场所仅三年，但业务迅速增长因此需要更大的经营场所。距离奥黑尔机场

仍只有十分钟车程，办公室尚有扩大空间。 

  

空运是我们在芝加哥的一个重要服务，这里的奥黑尔机场是世界最大的机场之一，每年处理

超过 150万吨的货物。 

  

我们每天提供亚洲主要地区，欧洲和南美城市的来往直航空运代理服务。并与许多亚洲和欧

洲承运人建立首选合作伙伴关系。 

  

我们在新的办公场所可以提供拼货、物流和仓储服务，现场还有拼箱专家。 

  

我们的海运公司 U-Ocean还提供芝加哥到香港和上海的海运出口拼箱服务。通过转运满足整

个东南亚市场需求。 

  

UFL美国芝加哥新办事处地址是：101 Mark Street, Suite F, Wood Dale, Illinois 60191, USA. 

 

                                                           

 



 

 

UFL集团欢迎运输资产保护协会建立货物安全标准              

 

去年底我们公开表示支持运输资产保护协会（TAPA）为保护高价值消费品国际运输而建立新

的全球安全标准。 

  

包括车辆袭击在内的货物犯罪估计每年牽涉損失超过 100亿美金。货物犯罪是高价值，高风

险产品生产商所面临最大的供应链风险之一。然而，UFL永远不会忘记此类罪恶的人为因素。

对无辜员工的暴力人身伤害和转嫁到消费者身上的经济成本是为犯罪分子的贪婪付出的真实

代价。 

  

2012更新加强版汽車运输安全要求（TSR），取代了 2008版，将从 2012年 1月 1日起生效。 

  

2007年，UFL集团上海物流中心获得 TAPA FSR 2007(运输资产保护协会，货运安全要求，

2007修正版)，A类仓储认证，展示了其安全仓储的承诺。这是继早期 UFL香港进口物流仓

库，樟宜机场物流中心和新加坡樟宜航空货运中心之后获得的又一认证。 

  

FSR已被证明对帮助包括 UFL在内的 TAPA成员，消除制造商和全球供应链服务商面临的日

益严重的问题非常有效。我们相信，更新和加强版 TSR将同样有效。 

  

有组织的犯罪分子的目标在于那些通过亚洲，美洲，欧洲，中东和非洲的公路而他们认为易

受攻击的載貨車輛。 

  

我们会竭尽全力保证本集团客户货物的安全性。TAPA对致力于影响全球货运业的外部安全

问题的工作是值得祝贺的。 

  

新加强版 TAPA运输安全要求透過一系列强制性认证，達到支持运输服务的使用者和提供

者，提供了安全措施的共同标准并考虑到全球范围内这些服务的不同方式。一旦采用，TSR

将是一项强制性标准，并由 TAPA認可的独立审计师審核。 

  

我们永远不能一心指望消除货物犯罪，但 UFL将始终保持警惕，以保证我们控制的全球供应

链安全。因此我们明确支持 TAPA以達到這點。 

 

 



 

 

空运货量下降，探寻机遇                                     

 

全球空运市场正处于过渡期，我们希望帮客户利用好这特别的机会。 

  

国际航空运输协会（IATA）官方数据显示了 2011 年空运货量的轻度下降，这在全球许多市

场的商业风暴中可以预料到。 

  

我们堅定不移並加倍努力加强空运尤其是美国和中国之间的貨物拼裝服务，我們称之为

“Tiger Programme”。 

  

 “Tiger Programme”的目标是新的业务，以增加货量和定期打板操作来提供非紧急货物或非

首班承运的优惠价格。 

  

在美国，“Tiger Programme”因最近与一家全国货运公司签署了协议而得到大力支持，他们

为我们提供了优质的提货配送服务，众多选择和非常有竞争力的价格。 

  

 “Tiger Programme”提供即时在线报价，保证运输时间，接受海外代理报价系统，在线追踪，

并可将服务扩展到加拿大和墨西哥。 

  

在我们经营任何地方，我们都会为客户力争最低的价格。 

  

欲了解 UFL如何为您取得最低空运价格，请联系您当地办事处。 

 

 

 

 

 

 

 

 

 

 

 

 



 

 

UFL推出跨太平洋計劃，对未来充满信心                              

 

在这个美国大选年，是 UFL集团专注于跨太平洋贸易所带来的机遇的关键时刻。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巩固最近推出的跨太平洋计划（TPP），一个发展更多香港和中国大陆到

北美的业界领先长期业务计划。 

  

UFL的根基稳固在跨太平洋贸易上。但是，我们从未忽略过这个业务市场，它也是我们的核

心业务，为此在美国选举年，我们通过加强太平洋计划体现这一重要性。 

  

通过 TPP，我们加大对太平洋两岸的员工和服务的投资，以确保该我们的未来在这块市场的

稳定性。虽然面临美国经济和太平洋的航运和空运航线的不稳定，TPP仍在发展之中，因为

我们百分百地信赖我们的产品。 

  

近期在北美大部分地区的经济压力导致一些航空和海运承运人削减运力，造成货物溢装和积

压。然而，UFL致力于市场的长远眼光，对发展前景保持信心。 

  

如果我们感到中长期的前景黯淡无利可图就不会推出 TPP计划。在该计划推出前，我们制定

了一个清单列有出口到美国的一些中国制造的著名品牌，我们将以此为目标客户群，提高服

务水平。 

  

随着该项目的发展，TPP也可能不只针对东向的运输，还包括北美制造商供应香港和中国大

陆的服务。 

  

2011年由于美国消费者和工业缩减开支，太平洋东向贸易量明显下降，但西向貿易量卻不可

同日而語。 

  

中国由于出口导向型的经济转变正日益成为一个进口成品的国家。随着中国变得更加富有，

以消费为主导，消费者对外国制造的产品需求增多， TPP将完全有条件满足这项服务。 

  

在建立强劲销售团队以支持美国 TPP销售的同时， UFL也在香港和中国大陆指定关键联系

人, 在这些地区开展此项服务。 

  



 

意識到南美一些经济蓬勃发展的国家，如巴西，秘鲁和哥伦比亚，正从中国采购越来越多的

消费品, TPP 也可以成为當中的跳板。我们已经设立经迈阿密和洛杉矶中转服务，寻求扩大

服务。 

  

我们坚信 TPP 的发展不会影响 UFL 现有的服务，无论是横跨太平洋还是全球网络的其它地

方。 

  

我们并不会为使 TPP项目成功而转移注意力，影响现有的业务和客户。 TPP将是一项增值

服务，一个您现在和将来选择 UFL的额外理由。我们的目标是更快速的响应和反应，我们竞

争力的优势在于提供一个量身定做的服务。 

  

欲了解 TPP更多信息请联系您当地的办事处。 

 



 

 



 

 

T-Team上海首次登台                                       

  

我们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PVG）出台了一个新的运输团队（T-Team）方案，为客户运送途

经这个中国重要关口的货物。 

  

建立这个多领域团队是为帮助客户加速经由上海的货物运输，运用 UFL的专业技术和知识来

处理中国海关法规和规章的相关事宜。 

  

字母“T”代表“过境”（Transit）也代表“团队”（Team），我们提供新的多部门联动方案，

为中国制造业和工业客户提供经由上海浦东国际机场（PVG）变革性的货运服务。 

  

T-Team 代表一个由 UFL 跨部门专员组成的强干团队，为客户方便快捷地运输途经上海的货

物。 

  

T-Team的价值在于在航班落地和起飞前备好货车，及时优质地从上海机场送货并提供进一步

增值服务如重新包装。 

  

中国的清关过程出名地复杂，但请您相信 UFL长期的经验会使货物在上海顺利通关，这些都

交由我们的 T-Team完成。 

  

它特别适合处理从中国沿海城市或海外向内陆地点的工厂搬迁和相关的重型设备迁移。 

  

我们相信建立新生产中心的企业将对该服务特别感兴趣，因为它比直接服务更有竞争力。 

  

可通过普通卡车，监管卡车或空骑卡车对完成清关或处于监管的货物从上海关口运送到门。 

  

鉴于全球货运业全天候服务的性质，T-Team将成为中国行业内的不眠队伍，全年随时为您服

务，永远随叫随到。 

 





 

 

医药品成为空运最高价值货物                                 

  

据英国市場分析機構《Transport Intelligence》报道，未来五年内预计空运货物中医药品将增

长 12%並超过传统空运货物需求量最大的电子产品 4％的增长。 

  

业内专家说，生物技术和医药产品的空運價值比任何其他空运货物都要高。 

  

据报道，制药热潮已使空运货物承运人和物流经营者优先投资特别装备，以满足这一运输的

需要，特别是来自亚洲不断增长的通用名药行业。UFL已考虑到这一点,发展中国和整个东南

亚的物流中心。我们新的上海物流中心具有重要的温控存储设施。 

  

我们了解制药公司面临的风险并为帮助他们应对目前及今后的问题，提供解决方案。 

  

我们的核心医药物流服务包括： 

 

 

l    仓储和订单履行 

l    运输管理 

l    二次包装 

l    空运温度控制 

l    陆运温度控制 

l    临床试验物流 

  

此外，我们还提供供应链分析和设计，采购，样品的履行，以及保护对温度敏感的医药产品。 

  

如果您是制造商，批发商，药房，医疗设备制造商，卫生局，医院设备供应商或其他医疗服

务提供者，正寻求一个具有高规范流程，高质量标准，并承诺零缺陷的供应链合作伙伴，请

与我们联系。 

  

我们一贯可靠的医药物流服务，保证遵守政府机构的要求。 

 

 

 



 

 

韩国再次推迟自动舱单系统                                   

 

韩国海关服务部制定的舱单系统（KMS）再次被推迟。自动舱单系统（AMS），本定于 2011

年 12月实施，被推迟至 2012年 1月 1日。目前我们得悉这一系统将于 2012年 6月 1日执

行。 

  

韩国仓单系统可以更好地处理海运或航空承运人提交的舱单。编制和完成一个舱单后，海运

和航空承运人将通过消息代理提交到 KMS。这个代理人是由韩国海关服务部指定负责执行

KMS和提交人之间的数据验证。 

  

KMS被分为长途和短途空运，远海和近海海运。短途飞行范围包括中国大陆，台湾，香港，

日本和俄罗斯远东而菲律宾，越南，柬埔寨，泰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新加坡视为近

海领域。每段都有不同的截止时间。 

 

 

 



 

 

设立武汉办事处为夺长江内河运输之冠                         

  

我们了解到美国运输与物流协会（ASTL）强调指出，中国境内主航道长江中游地區之貨運增

長, 一直比上游或下游地区快。 

  

随着经济中心转移到中国中部地区，武汉市有其独特的优势成为中部地区发展的核心。作为

一座卓越非凡的中心城市，武汉有着地理上的中心优势，丰富的自然资源，雄厚的工业基础

和巨大的市场容量等。 

  

这种增长可以预见中游成为长江重要航运中心的前景。这一预测证明了我们 2007 年的正确

决策，将 UFL中国大陆武汉分公司搬到新的，更宽敞的经营场所。上海日进国际货运有限公

司提供全球进出口货运代理服务，包括空运和海运，在中国大陆设有含武汉在内的五个办事

处。 

  

美国运输与物流协会（ASTL）执行董事 Laurie Denhan预测，武汉将成为长江中游的主要枢

纽，迅速发展的基础设施将使其成为中国中部地区的主要集散地。Denhan女士与世界港口，

航运和物流业的专家，受湖北省政府邀请，对武汉 10年内成为长江航运中心的发展计划给予

大力支持。 

  

2010年，武汉新港年吞吐量突破亿吨，成为长江中游第一港。武汉位于中国内陆的中部, 连

接南部和北部地区。武汉铁路，水路，公路，航空运输对发展现代物流业是十分有利的。武

汉将成为连接中西部地区和东部地区的交通枢纽，有“九省通衢”之称。 

  

为与关键客户建立伙伴关系，UFL 武汉办事处着手与上海(东部地区)和香港中心部门联络，

以提供多式联运供应链解决方案，包括国际货运代理（海运和空运进出口），库存管理和报关。 

  

这些服务受益于湖北省海外投资的迅速增长，国内和海外地区原材料及生产线的转移。还因

全球成品出口的需求不断增长，而武汉的直航空运海运服务有限且处于发展中，我们经上海，

香港，盐田的海陆空服务灵活操作，支持大量和频繁的货物进出该地区。 

 

 

 



 

 

上海保持其作为世界头号集装箱港口地位                       

 

上海继赶超新加坡获得世界业务量最大集装箱港口一年后，2011 年再次巩固其地位获此殊

荣。 

  

截止 12月 23日（星期五），上海近一年集装箱吞吐量达到三千万 TEU，创造了世界纪录。

中国交通部官方数据表明，这惊人的数字意味着中国港口五分之一的货量在上海操作。 

  

上海港自 1978 年才进行集装箱操作，经历了集装箱运输的快速发展，2003 年达到一千万

TEU。令人惊奇的是仅三年时间在 2006年就达到两千万 TEU。 

  

上海港计划在八年内成为国际航运中心。实现这一目标的措施是免除船公司营业税试验计

划，激励设立船舶交易经纪制度，并鼓励保险公司和船公司建立合作伙伴关系。 

  

UFL通过我们上海和新加坡的物流中心，以及世界各地其他办事处为您提供重要的海运服务。 

 



 

 



 

 

道路货运信息系统已在中国边境强制执行                       

  

我们提醒所有货主，道路货运信息系统（ROCARS）是陆运货物清关的电子预报货物信息系

统，现在中国边境采取强制性。未能遵守此规定将处 5千至 50万港币罚金及监禁两年。 

  

执行道路货运信息系统的指定车道陆运边境管制站有：落马洲管制站，文锦渡管制站，沙头

角管制站及深圳湾管制站。 

  

2010年 5月推出后的过渡期内，货运公司和货主通过培训工作人员，重新设计系统和升级 IT

系统，为规定的全面实施作好准备。UFL在这一强制性法令到来期间已做好相应工作。 

  

发货人在货物陆运进入或离开香港前，必须通过道路货运信息系统将预先规定的货物信息提

供给香港海关。个体卡车司机将在陆运边境管制站通过显示器被告知货物是否需要检验。不

需要检验的卡车在司机完成办理入境手续后允许立即离开。 

  

我们欢迎所有关于供应链安全的紧密检查，将全心全意与海关配合执行道路货运信息系统。 

  

欲详细了解道路货运信息系统和香港过境公路货运的要求，请联系您当地 UFL办事处。 

 

 

 



 

 

中国网上购物数量飙升                                       

  

我们注意最近媒体报道，中国的网上零售市场可能很快赶超美国成为世界最大市场。 

  

预计到 2015 年将产生超过两万亿元的网上交易，因为大陆的电子商务销售额从 2008 年的

1280亿元翻到 2010年的 4760亿元人民币。 

  

我们注意到这些数据来自著名的波士顿咨询集团。目前有一亿四千五百万中国公民网上购

物，而美国有一亿七千万人网购。 BCG 估计，在四年内将有约三亿两千九百万中国人在网

上购物。 

  

BCG 的报告表示，在 2006 年只有不到 10%的中国城镇人口网上购物。2010 年数字跃升至

23％，到 2015年将增加近一倍至 44％。而从現在到 2015年，每年將预计有 3千万中国消

费者首次進行网购, 這是非常驚人的數字。 

  

电子商务占中国零售业总销售值的比例至 2015 年将从目前 3.3%增长到 7.4％，实现了美国

10年的增长额。 

  

五年内，中国大多数网上购物者每年将支出 6220元（约 980美元），是现在的两倍，接近美

国的平均水平 1000 美元。中国运输的低成本推动了电子商务的发展：运送 1kg 包裹平均花

费 1美元，相当于美国的 6美元。 

  

UFL同意该报告的评论，中国消费者已“挥金如土”，他们对网上购物更有经验，积累了更

多的财富。这些消费者中超过 70%是来自中层和富裕阶层，已经网购四年以上。 

  

UFL为世界主要制造业地区服务，并将其与世界主要消费地区相连，我们处于一个理想的位

置支持希望网上购物的中国消费者和希望网上供应的中国零售商和制造商。 

 

 

 



 

 

美国试验新入境空运计划                                     

  

在最近废除对所有入境空运货物百分百安检扫描的同时，美国海关边境保护局（CBP）将试

验一个新的方案，预计不仅简化入境程序，同时找出潜在的安全隐患，减少因海关扣留而延

误的空运货物数量。 

  

简化入境试点，与美国零售联合会，美国国家报关协会，美国进出口商协会，美国智能交通

协会和海关现代化商业联盟协调。 

  

我们了解设计该项目是为了试验自动化商业环境（ACE）入境能力。 ACE是由美国海关边

境保护局（CBP）开发的商业贸易加工系统，加强边境安全的同时加速贸易进行。它废除了

当前的入境程序，CBP3461表格，取而代之的是简化的数据库, 包括 12个规定的和三个可

选的数据要素将在入境货物抵达前优先提交。所需的数据要素包括 10位数字统一的关税代

码，预估货值和原产地。进口安全申报的进口商名称必须与入境记录相一致。最后，入境处

将详细的货运信息和法规概括成 CBP收据传送到 ACE, 而不是 CBP遗留数据系统。 

  

我们了解多家公司将参与试点方案，美国海关边境保护局计划在 2012年初或年中，对海洋

和铁路运输执行相似试点。 

  

您会记得原本預定於今年执行对所有入境空运货物的安检扫描，但随后由于航空货运业和出

口国提出异议而取消。 

 

 

 



 

 

洛杉矶和长滩取消卡车清洁费                                 

 

洛杉矶港和长滩港征收卡车清洁费（CTF）这个绿色倡议，将于 2011年 12月 31日取消。 

  

这项费用对发动机是 2006年以前制造的卡车强制征收，从 2012年 1月 1日起，所有此类卡

车将禁止进入港口码头。 

  

然而，这项禁令将立即减少服务港口的卡车数量。在卡车公司成功更換被禁止的卡车前, 將

导致卡車供應短缺。因此我们预计进出港口的拖运费会增多。 

  

尽管取消了卡车清洁费，我们注意到运送至港口两端，一些卡车業者, 司机和集装箱货运站

仍收取这笔费用。只是他们已改名为征收“清洁汽车使用费”。 

  

港口驱逐发动机超过五年以上的卡车举动受到了绿色民众的欢迎。作为一个中立的操作者，

我们既不支持也不反对这样的举动。不过，我们欢迎取消卡车清洁费。 

  

但是，我们不能忽视清除大量进出港口的卡车可能带来的后果。将立即造成卡车的短缺，只

有到中期，这些停用的卡车被替换才能缓解。我们预计短期内卡车会短缺，拖运费很可能上

涨。令人安慰的是，价格上涨出现在季节性高峰之后，所以交通不会达到最高水平。 

  

在取消卡车清洁费的同时，我们看到过去几个月美国西海岸港口的发展。各种政治团体有针

对性的在波特兰，俄勒冈州等城市试图停止港口操作，并制止美国进出口运输。 

  

同样，我们對这些行动不予置評。我们将竭力与船公司合作，通过太平洋运送货物，掌握因

这些行動造成的任何封闭或延迟的最新情况，并采取相应的行动。一旦发生长期中断，我们

将考虑加拿大西海岸或美国东海岸作为替代。 

  

我们對所有客户保證，我們將继续密切观望美国西海岸的情况，并对任何干扰行動做出迅速

反应。 

 

 

 

 


